
走過2020庚子鼠年，經歷了百年罕見的瘟疫流行，國際局勢動盪不安，經濟不景氣，終於迎來

2021辛丑牛年，對於新年期間的祝賀語「牛年旺返」、「牛轉錢坤」、「HAPPY 牛 YEAR！」…

特別有感，台中市政府邀請國寶級周良敦大師書寫的祝賀春聯「　向幸福」，尤其感動我的心。

通往幸福的路程，的確非常需要「犇 」的力量，「 犇」字裡的三頭牛代表了多人同心合意向著標

竿直跑，剛好二月份「商業週刊」的封面主題就是「作伙一起拚」，分享了隱藏在台灣角落四則

攜手改變環境的故事，也讓我聯想到「聖經」裡：「有人帶著一個癱子來見耶穌，是用四個人抬

來的；因為人多，不能近前，就把耶穌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頂，既拆通了，就把癱子連所躺臥的褥

子都縋下來，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你的罪赦了。』」馬可2：3～5，癱子

的四個朋友因為「同心」和「信心」使他得醫治，當「我」變成「我們」時帶來的力量真大。六

月5日將舉辦一年一度的「大毅家族親子才藝競賽」，今年疫情趨緩才能恢復舉辦，這真是一個

讓家人、鄰里歡樂相聚，一起排練、製作道具，台上表演台下歡呼加油再度凝聚社區情感的難得

機會，我知道管理委員們在號召大家共同參與時一定會遭遇許多困難，誠如商週總編所言：「第

一個先想『我們』的人，往往被認為傻，甚至滿腹委屈。」，動員大家參加比賽真是一件吃力不

討好的事，但最後經過互助合作、齊心協力一起完成一個任務，不管參賽結果為何，鄰里和睦同

居共好生活的喜樂幸福已經成為最大的獎賞，不是嗎？！

進入後疫情時代，商業活動銳減，運動健身的熱潮卻持續發燒，鼓勵大家2021為自己訂定一個

讓身體健壯如牛的運動計畫，基金會原本就為18歲以上成人開辦「墊上皮拉提斯」、「舞動有

氧」，此外也為55+成員開辦「關節肌力訓練」、「國際標準舞」常態班課程，「國際標準舞」

又稱運動舞蹈，是一種全身性的運動，長期練習不僅能強健體能、雕塑體態，更能增加自信促進

人際關係…好處多多，特別邀請台灣職業冠軍趙敏榮、陳秀玲夫婦擔任指導老師，人生半百再充

電，不妨打破自我設限，雖然55，一起來跳舞。

編輯手記

向幸福 



為了讓更多住戶能參與基金會活動及維護上課品質，相關規定如下，請大毅家族配合。

一、課程：

    1.網路線上報名成功者:需實際至現場全程參加課程。(不能只領取材料而不參加課程)

    2.報名候補者:請以接到電話通知候補成功為原則。

    3.課程取消:報名成功者，若無法參加課程請於開課前三天來電取消(上班時間AM8:30～PM5:30)

    如當日取消或無故未到，當季累計達兩次者，將暫停下一季報名資格。

    4.遲到:為避免影響其他人，若遲到15分鐘，將無法進入教室上課。

    5.簽到:課程需本人自行簽到，請勿找人替代簽到或上課。

    6.保證金:全程參與課程退回保證金，若中途取消課程者，保證金恕不退回。

    其他事項:

    1.幸福館限制型課程，每戶限報兩堂。

    2.教會據點單堂課程，每戶限報一堂。

    3.墊上皮拉提斯與舞動有氧課程限擇一上課地點報名參加。

    4.同日同一課程不同梯次，每戶限參加一次。

    5.報名日期：依基金會網站公告為主。

二、所有課程活動基金會工作人員均會拍攝記錄留念，影片或照片剪輯完成後將上傳至大毅幸

    福村落及FB粉絲專頁，若有不方便入鏡的朋友，請於參與活動前告知工作人員。

三、活動期間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活動，造成不

    便，敬請見諒。

活動相關注意事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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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6 15:00 ~ 16:30(六)

　　獨特歌聲、清新脫俗的外型，她是氣質歌后葉歡。過去個性害羞、不敢與人四目交接的她，曾

盼著有天能「改變生命」，未料成為藝人後卻是痛苦的開始。世界的任何一物無法填滿心中的空

虛，更找不到這生命追求目標，甚至打算在父母死後結束生命，直到遇見祂，經歷葉歡期盼已久的

「改變」。改變之後帶來的什麼呢？邀請您一起來聽葉歡如何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平 安

◆ 講師：葉歡／知名藝人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每戶限報6名  

◆ 費用：免費參加(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講師介紹：

葉歡，1981年主演台視劇場的《十一個女人》〈小葉〉單元

首次登上螢幕，1987年加入飛碟唱片，推出首張專輯《因為

愛你》以歌手身份出道，立即以其獨特歌聲與冷豔形象走紅。

後來葉歡專注演員事業，主演的連續劇《鹽田兒女》、《浪淘

沙》都頗受好評，都分別獲得金鐘獎最佳女主角提名。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台中市基督教天行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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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歡：靠自己改變多困難，靠神改變多甜蜜

獨特歌聲、清新脫俗的外型，她是氣質歌后葉歡。

過去個性害羞、不敢與人四目交接的她，曾盼著有

天能「改變生命」，未料成為藝人後卻是痛苦的開

始。世界的任何一物無法填滿心中的空虛，更找不

到這生命追求目標，甚至打算在父母死後結束生

命，直到遇見祂，經歷葉歡期盼已久的「改變」。

從迷失中找到「改變」的大能

　　「到了一個年紀我們都希望外表不會改變，但

是你期待內心可以改變嗎？」葉歡向台下提問。葉

歡為家中老么，從小表現不出色，對自身感到自

卑、害怕與人四目交接，她心中一直有個期待─長

大事情可以改變。她自17歲出道，先是以演員身分

幸
福
專
欄

出道，後成為歌手、發行9張國語專輯，代表作品為〈幾多深情幾多愁〉、〈你是我胸口永遠的

痛〉、〈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後因盜版猖獗、唱片市場萎縮，擅長說閩南語的她，轉換領

域成為台語演員，連續劇《鹽田兒女》、《浪淘沙》都頗受好評，皆獲金鐘獎最佳女主角提名。

　　人渴望能夠改變，如：多些耐心、正面態度看待事情、學習能力增強、說話溫柔....等，然而

葉歡則發現，到達一定年齡卻難以改變。她曾以為成為藝人，賺了許多金錢、利益，卻發現沒有

一物能滿足內心。

　　「當我成為『葉歡』才是我人生真正絕望的開始，因為我突然發現這個世界會說謊話」，此

外也發現這世界不斷催促人們相信，「名加上利等於成功快樂、幸福美滿。」

　　身為演員的她，嘗盡各樣人生百態，然而最後這些人生都不屬於自身，使其經常迷惘，感到

自己是世上最孤單的人。光鮮亮麗的外在裝飾無法成為生命的支撐力，反倒使自己像是無頭蒼

蠅，四處抓取、尋找「東西」可填補空虛。心中的苦悶致使葉歡罹患憂鬱症、恐慌症，經常為找

不著人生意義而哭泣，她向著天吶喊：「真有位上帝嗎？告訴我，為什麼創造我？除非，救我，

如果真是創造我的那位，不然爸媽死後我就去自殺。You better be good！」

　　在此之後，身邊發生愈來愈多的事情發生，有人與其談論信仰、分享見證、在電視或廣播上

聽見見證分享等。最令葉歡感到印象深刻的見證，是一位曾為黑道大哥的人，自信主後，斷去所

有不良習慣，並進入監獄服事、向過去的黑道小弟傳福音。她聽見這見證，心想，一個大男人竟

可不顧面子談論自身軟弱、積極傳福音，她也渴望得著改變的大能。當時表姐剛從紐西蘭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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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為家族中唯一的基督徒，她向葉歡傳福音。葉歡回想，「我心裡很感動，這不是我理智裡可以

理解，但心裡知道就是祂了。」與表姐談話時，葉歡本想向她抱怨事，但表姐卻告訴她一段經

文：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什麼事上論斷人，就在什麼事上定自己的

罪，因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羅馬書2：1）這句話震撼她的心，回家後，葉

歡跪在床前，細數過去至今所犯的錯，並一一向神認罪悔改，願讓祂成為生命的王，此後經歷一

個又一個的恩典。 

　　「神是願意給恩典的神，祂不只對基督徒很好，祂的光照好人也照歹人，不管你認不認識，

祂都有足夠的恩典，但是重點是你知不知道你就在祂的恩典裡。」

最幸福的事：恢復親情

　　未信主時，葉歡與家人關係如同「冰箱」，少有互動與來往。父親年老時，曾兩度中風、罹

患攝護腺癌，她回到家中開始接手照顧父親，一手包辦所有。她難以忘記，幫父親刮鬍子時，手

不斷抖動，更驚覺原來自己與父親的距離如此遙遠。照顧父親的日子雖不容易，常常要在下班後

立刻趕回家，但這7年間卻是她最幸福的日子。

　　隨著父親離世的日子愈來愈近，葉歡不斷向神求，別帶走父親。直到有天，神對葉歡問到：

「妳很愛妳爸爸對不對？�覺得我愛妳爸爸嗎？妳覺得妳爸爸跟妳在一起比較幸福，還跟我在一

起比較幸福？」她才漸漸轉變態度，相信神對父親的帶領。

　　當從醫院得知父親生命將結束時，她先是向神感謝，神隨即告訴她：「為妳的父親預備進入

榮耀。」雖不知其意義，但葉歡順服神。她口裡唱著詩歌，帶著父親一起做認罪禱告，靈裡看見

一條黑色通道，並告訴父親不要害怕，走過通道、神的光將迎接他。禱告完之後，她的心裡充滿

平安，3小時後父親回了天家。她感謝主，這段失而復得的親情得來不易，但她知道現在父親就

在神的身邊，未來將再見面。

「妳希望妳價值觀改變，超越妳的環境嗎？」

　　在現今世代，許多人因定睛於環境，導致人生走不下去、心生怨恨，不少孩子還來不及長大

就想自殺。葉歡表示，許多數據都顯示人心敗壞，看似這世界愈來愈衰敗，人難以繼續生活，甚

至想結束生命，但是神從未放棄任何一人，反而為我們指名一條充滿盼望的道路。不論如何，在

神裡心中將充滿平安與盼望，就像葉歡的生命，更是激起她願為主做見證的原因。

　　「我認識了一位神，祂是真的。祂是能夠進入我們生命裡面，建立真實的關係。靠自己改變

多困難，靠神改變多甜蜜。到教會來，跟著大家一起學習認識這位神，你的人生絕對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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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沙發后花園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8足歲以上至成人，家長需�同參與

◆ 費用：免費參加(限80名，額滿為止)

大毅家族愛心小天使要出發�！本次活動要到信望愛�場與機�小朋

友一起同歡，��與信望愛機�的孩童互動，激發孩童發�人�己�

的�神，珍�個人所擁有的，幫助需要幫助的孩童，讓我們的主人�

擁有��的愛心，影響社會溫�社會，幫助別人是最大的快樂。

參加愛心小天使��備：

　1.需有愛心接�不同的兒童，願意協助他們與他們作朋友。

　2.家長需認同活動的目標，��孩童發�愛心助他們。

　3.預備小�物��信望愛機�兒童。

活動內容有�冰、信望愛兒童表演、親子�關活動、溫�時間、風�餐、�安火�站。

PS: �參加愛心小天使親子逍遙遊，需參加4/17(�)上午9:00-11:00行前說明會

限制型

樂
活
環
保

愛心小天使親子逍遙遊04/24 08:30 ~ 15:00(六)

◆ 講師：賴淑慧／專業烘焙老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2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1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20名，額滿為止)

你是�每當�到�包，��和餅乾的香�時，就會�動你的�蕾？

那就和我們一起來��幸福烘焙的課程�！

本課程為常態班�9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900元，全�者全數退

還保證金，�一堂課�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注意事項：本課程�提供上課學員進入教室，非上課學員有親子教室可供使

　　　　　用，但不提供幼兒照顧服務。

幸福烘焙04/16-06/18 19:00 ~ 20:30(五)

上課日期：4/16、4/23、4/30、5/7、5/14、5/21、5/28、6/11、6/18  �9堂

◆ 講師：賴淑慧／專業烘焙老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2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很多人都�過鬆餅，也聽過舒芙蕾。舒芙蕾聽起來感覺�輕鬆舒服

的，而舒芙蕾鬆餅�起來的口感正是鬆軟��。其實即使沒有�箱，

我們也可以來��如何做出讓人感到幸福的舒芙蕾鬆餅喔！

限制型
舒芙蕾鬆餅04/10 14:00 ~ 17:30(六)

�一梯14:00-15:30　 �二梯16: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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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卡通饅頭05/22 14:00 ~ 17:30(六)

�一梯 14:00-15:30　�二梯 16:00-17:30

◆ 講師：Momo／愛��美學教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2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老師們不��又細心的教學，讓學員們容易上手，感受手作的樂趣！

也讓學員們在�饅頭時多一份��與樂趣。

限制型

樂
活
環
保

限制型

輕輕一壓，變成豐富又細緻的泡沫，可以吸附出毛孔深層的污垢，

更能節省產品的用量；膠軟毛刷頭能按摩臉部，讓細緻泡沫深入毛

孔油垢髒汙，有效把臉洗乾凈外又能恢復肌膚彈性。

◆ 講師：曾泳瑜／永客文創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片�取自網路)

泡沫洗顏慕斯05/29 14:00 ~ 17:30(六)

�一梯 14:00-15:30　�二梯 16: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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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
藝
術

生活韓文會話(進階班)04/12-06/28 19:00 ~ 20:00(一)

上課日期：4/12、4/19、4/26、5/3、5/10、5/17、5/24、5/31、6/7、6/21、6/28  �11堂

韓劇近幾年在全世界非常火紅，常常��的歐巴、歐尼跟阿�媽外，還想要知道更多實用的單�嗎？

以後不需再�苦追�幕，讓你�一時間就聽能�對話內容，到旅遊韓文也可以擁有基本對談能力，歡

迎對韓文有�趣的你，一起來參加生活韓文會話喔！

本課程為常態班�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100元，全�者全數退還

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注意事項：不提供幼兒照顧、�聽與代課，以參加學員開放進場。

　　　　　請學員自備課程教材-首�大學韓國語1A Student Book，於各大網路書

　　　　　城平台或書�皆可��。

◆ 講師：張慶兒／專業韓文講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 講師：Steve & Karen Calmes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參加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15名，額滿為止)

您希望與外國人面對面學英文嗎？您想提�英文聽說的能力嗎？成人英文班『看聖經學英文』�外

�老師帶領，��聖經故事��與分享，提�英文��與聽、說能力，在輕鬆自然的環境下學習英

文，讓英文成為您生活的一部份。

看聖經學英文04/13-06/15 19:30 ~ 20:45(二)

本課程為常態班�9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900元，全�者全

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上課日期：4/13、4/20、4/27、5/4、5/11、5/18、5/25、6/8、6/15 �9堂

10



◆ 導　　演：�斯�斯�

◆ 男  演  員：�尼斯�德

◆ 女  演  員：�比�德福特�

◆ 片　　長：109分鐘 ��　　別：���

◆ 發行年份：2019  　�發行公�：環球

◆ 對　　象：大毅家族優先，每戶限報6名
◆ 費　　用：免費參加(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有些友�可以��一�子。感動全球的《為了與你相遇》推出續�；�

利找到命定的主人，他們之間的��將他們帶往想像不到的地方。

�利跟伊�及�子��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甚至還有了新��：伊�

和��的小�女CJ。問題是CJ的媽媽決定將她帶走。在即將轉世前，

�利��伊�找到CJ並不�一切代�保護她。接下來開�了幾段充滿

愛、友情和��的生命��旅程，與CJ�同經歷歡笑與�水。

狗狗的旅程05/08 19:00 ~ 21:00(六)

◆ 講師：李念慈／佳拉�雅工作�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 講師：木匠兄妹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7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一個提袋�過來兩杯袋就能變成一杯袋，兩杯袋中間有隔間可以

放吸管，方便又實用的飲料袋，是家人朋友出遊的最佳�擇。

��機使用，作品�裝，���光。將準備大小不一的木頭小�

�和無���，讓學員發�創意，自行在作品裝飾。

百變飲料杯袋

機能型手機架

05/15

06/19

14:00 ~ 17:30

14:00 ~ 17:30

(六)

(六)

�一梯 14:00-15:30 　�二梯 16:00-17:30

�一梯 14:00-15:30 　�二梯 16:00-17:30

限制型

限制型

人
文
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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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空手道班

舞動有氧-Zumba

04/14-06/30

04/13-06/29

19:00 ~ 21:10

19:00 ~ 21:10

(三)

(二)

上課日期：4/14、4/21、4/28、5/5、5/12、5/19、5/26、6/2、6/9、6/16、6/23、6/30 �12堂
��班19:00-20:00     中�班20:10-21:10

上課日期：4/13、4/20、4/27、5/4、5/11、5/18、5/25、6/1、6/8、6/15、6/22、6/29 �12堂
�一梯19:00-20:00     �二梯20:10-21:10

在有趣、生動、��的��運動中學習�卑與�節、柔和與自制、

�敢與智慧、自信與果決的，使用防身�能。

Zumba Fitness結合拉�及��、��、��、�巴、�皮舞、�

�明哥、哥倫比亞及�倫格等基本舞蹈動作，以及結合�過24個國

家的舞曲風格。期待在60分鐘的課程���近500卡的熱量。

本課程為常態班�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200元，全�者

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班參加者需自行��空手道道服，每�大�1,200元。

本課程為常態班�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200元，全�者

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 講師：宋一信／中華�國空手道���書長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15足歲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40名，額滿為止)

◆ 講師：南天銘／專業舞動有氧教練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40名，額滿為止)

墊上皮拉提斯04/13-06/29 09:30 ~ 10:30(二)

上課日期：4/13、4/20、4/27、5/4、5/11、5/18、5/25、6/1、6/8、6/15、6/22、6/29 �12堂

��不同的獨特��給�頭�、��、內�、神經、��蒙腺��

度的�激並�放日常生活中的壓力。課程結合皮拉提斯的動作，改

����痛、����、�十�、��神經痛等，�續的練習也可

幫助我們擁有美麗的身型進而達到�身的目的！

本課程為常態班�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200元，全�者

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 講師：趙苑君／專業皮拉提斯老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20名，額滿為止)

健
康
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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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
教
育

親子桌遊趣04/08-06/24 19:00 ~ 20:00(四)

上課日期：4/8、4/15、4/22、4/29、5/6、5/13、5/20、5/27、6/3、6/10、6/17、6/24 �12堂

親子故事桌遊創造一個聽故事和��桌上遊�的情境，幫助親子享受��的繪本故事，留下��的回

�。課程除了享受故事和遊�時光外，也會分享在親子桌遊和多元教�上的小��喔！

本課程為常態班�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200元，全�者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需�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注意事項：本次課程為親子桌遊，一位兒童需搭配一位家長進行活動。

◆ 講師：伊歐數感故事桌遊團隊、桌上有�桌遊主題��館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3足歲至7足歲，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15名，額滿為止)

限制型

絕不能錯過這麼可愛的鑰匙圈，快與我們一起把可愛的卡通人物�

�進自己的泡泡球裡�。

�一梯 14:00-15:30 　�二梯 16:00-17:30

◆ 講師：陳箴／�子���創意手作�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泡泡球鑰匙圈04/17 14:00 ~ 17:3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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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生
活
講
座

現代父母認真經�親子關係，卻常不得法，反而出現大大小小的親

子問題。武自珍教�以她數十年的��與�導實務經�，分享如何

跟隨理情行為�療的ABCDE��，讓用新的家長不再為親子關係

苦�，更能教出擁有高情�與好品格的孩子。

我們每個父母都期待自己的孩子，不但成�成�還要優秀迷人。但

是如果做父母的我們一直用舊�袋和無法��的�維與孩子對話、

相處，這將使我們最愛的孩子�受無可自處的為難與心�！我將分

享自己的失敗經�以及如何幫助孩子走自己熱愛與專業結合的人生

路！

◆ 講師：武自珍／教�

◆ 地點：大毅幸福館

◆ 講師：胡亞倫／老師

◆ 地點：大毅幸福館

別當除草機父母

你的孩子跟你不一樣

04/17

05/22

09:30 ~ 11:30

09:30 ~ 11:30

(六)

(六)

離開�園，進入社會；才是真實人生的開始。

面對人生，�要面對許多的課題，而社會如一所大學，�有許多

課題要面對，你我就如社會大學中的同學，不論經歷順境、�

境；歡�、���你我心裡的這些感受，羅文裕都�成了歌，想

把動人的故事說給你聽。

◆ 講師：羅文裕／歌手

◆ 地點：大毅幸福館

社會大學同樂音樂會06/19 09:30 ~ 11:3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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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一起來跳舞

我今年55歲，而且沒有舞蹈底子，適合學嗎？

日本電影「我們來跳舞」裡，有位閒閒無事、缺乏熱情的中年人，因緣際會跳起狐步、華爾滋，結

識一群同好，甚至一路闖進總決賽，令人印象深刻。你知道日本正夯的跳舞網紅是72歲的奶奶？健

身房裡跳國標的銀髮族越來越多，他們舞姿曼妙、渾身散發著自信，是不是也讓你躍躍欲試、想隨

之起舞？

集結了運動、舞蹈、音樂、休閒、社交⋯等功能的國標，早是最潮話題。

下半場再充電，打破自我設限──換上舞衣、化身男神女神，來跳舞吧！

任何年齡層都適合哦！國標舞需要手腳協調、臀部擺動，您可能會擔心年齡、膝蓋、聽力等

⋯問題，其實只要能走、能看、能說、手抬得起來，就不用擔心跳不好，記得來上課就好，

其他交給老師。

舞蹈基礎不是最重要的，學習國標舞對每個人而言都是從零開始，重點是從一起互動的樂趣

、輕快的運動中，發展出興趣，進而展現自信與魅力。

國家發展委員會估計，國內約有76萬名失能者，預計到2031年失能人口將達到約120萬人

。東京老年研究所團隊發表於期刊的資料指出，在70～84歲範圍內的女性，散步、慢跑、

體操、舞蹈⋯等16項運動當中，只有「舞蹈」能幫助高齡婦女避免失智、失能，並維持生

活自理。

Tips：跳舞有助降低失能風險！

Q
A

學習上會不會有受傷風險？

兼具專業師資與專業場地，就無需太擔心。

經由老師指導，正確地使用力量、展現姿態，就能降低受傷風險。

練習時在通風良好的室內空間，少了外在環境干擾，且軟質木地板可降低受傷機率。

國標舞非高強度運動，同時訓練到心肺耐力、肌耐力，不用筋開腰軟或運動能力有多強，而是強調

兩個人和諧地運動。只要踏出第一步，就能翩翩起舞！

Q
A

跳國標舞的好處有哪些？

在身心狀態各部分，有以下幾項顯著幫助

      預防老年癡呆

國標舞是一種需要腦部靈活思考並使肢體協調

的舞蹈，越學會越有興趣，可預防老年癡呆。

      強化體能

國標是全身性的運動，會練到身上的每一吋肌肉，長期練習身體狀況及體適能都會變好。

還能提升肌肉量以及靈活度，預防跌倒，機能修復也會相對較快。

       增加自信

國標舞強調姿態優雅、舞步曼妙，在服裝、儀容上更是講究，長期練習有助體態雕塑，進

而增加自信心。

        促進人際關係

國標舞是雙人舞，過程中必須學習關心照顧舞伴、彼此切磋舞步、溝通交流、培養默契，

與朋友間產生更多互動、身心舒闊，交友圈自然寬廣。

Q
A

A

55

倫巴、恰恰還是華爾滋？高年級在潮什麼？

．臺灣職業冠軍

．全民運動會金牌

．中華民國蟬聯十年國家代表隊

．英國皇家舞蹈教師協會（ISTD）考試合格職業教師

趙敏榮    陳秀玲/專業國標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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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一起來跳舞

我今年55歲，而且沒有舞蹈底子，適合學嗎？

日本電影「我們來跳舞」裡，有位閒閒無事、缺乏熱情的中年人，因緣際會跳起狐步、華爾滋，結

識一群同好，甚至一路闖進總決賽，令人印象深刻。你知道日本正夯的跳舞網紅是72歲的奶奶？健

身房裡跳國標的銀髮族越來越多，他們舞姿曼妙、渾身散發著自信，是不是也讓你躍躍欲試、想隨

之起舞？

集結了運動、舞蹈、音樂、休閒、社交⋯等功能的國標，早是最潮話題。

下半場再充電，打破自我設限──換上舞衣、化身男神女神，來跳舞吧！

任何年齡層都適合哦！國標舞需要手腳協調、臀部擺動，您可能會擔心年齡、膝蓋、聽力等

⋯問題，其實只要能走、能看、能說、手抬得起來，就不用擔心跳不好，記得來上課就好，

其他交給老師。

舞蹈基礎不是最重要的，學習國標舞對每個人而言都是從零開始，重點是從一起互動的樂趣

、輕快的運動中，發展出興趣，進而展現自信與魅力。

國家發展委員會估計，國內約有76萬名失能者，預計到2031年失能人口將達到約120萬人

。東京老年研究所團隊發表於期刊的資料指出，在70～84歲範圍內的女性，散步、慢跑、

體操、舞蹈⋯等16項運動當中，只有「舞蹈」能幫助高齡婦女避免失智、失能，並維持生

活自理。

Tips：跳舞有助降低失能風險！

Q
A

學習上會不會有受傷風險？

兼具專業師資與專業場地，就無需太擔心。

經由老師指導，正確地使用力量、展現姿態，就能降低受傷風險。

練習時在通風良好的室內空間，少了外在環境干擾，且軟質木地板可降低受傷機率。

國標舞非高強度運動，同時訓練到心肺耐力、肌耐力，不用筋開腰軟或運動能力有多強，而是強調

兩個人和諧地運動。只要踏出第一步，就能翩翩起舞！

Q
A

跳國標舞的好處有哪些？

在身心狀態各部分，有以下幾項顯著幫助

      預防老年癡呆

國標舞是一種需要腦部靈活思考並使肢體協調

的舞蹈，越學會越有興趣，可預防老年癡呆。

      強化體能

國標是全身性的運動，會練到身上的每一吋肌肉，長期練習身體狀況及體適能都會變好。

還能提升肌肉量以及靈活度，預防跌倒，機能修復也會相對較快。

       增加自信

國標舞強調姿態優雅、舞步曼妙，在服裝、儀容上更是講究，長期練習有助體態雕塑，進

而增加自信心。

        促進人際關係

國標舞是雙人舞，過程中必須學習關心照顧舞伴、彼此切磋舞步、溝通交流、培養默契，

與朋友間產生更多互動、身心舒闊，交友圈自然寬廣。

Q
A

A

55

倫巴、恰恰還是華爾滋？高年級在潮什麼？

．臺灣職業冠軍

．全民運動會金牌

．中華民國蟬聯十年國家代表隊

．英國皇家舞蹈教師協會（ISTD）考試合格職業教師

趙敏榮    陳秀玲/專業國標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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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關節肌力訓練04/12-06/28 09:00 ~ 11:10(一)

上課日期：4/12、4/19、4/26、5/3、5/10、5/17、5/24、5/31、6/7、6/21、6/28 �11堂
�一梯09:00-10:00 �二梯10:10-11:10

年長者更需要肌力訓練，有效的肌力訓練可以防止肌��失及��心

�管��的風�。課程中將會��一次又一次正�的動作來學習何�

肌力訓練，同時也會安排日常可以在家裡完成的簡單動作來養成運習

慣來維�獨立生活的能力並�良好品質。

課程目標：

�過運動來增加肌力、改�活動度、增加心�能力並�提高身�平�的能力來預防�害，同時希望能

夠學會簡單的動作在上課以外的時間也能夠自己運動來養成運動的習慣。

本課程為常態班�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100元，全�者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需�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注意事項：本課程請學員自備瑜�墊、彈力帶。

◆ 講師：楊詔閔／KAT教練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55足歲以上，每戶限報1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20名，額滿為止)

國際標準舞班04/12-06/28 15:00 ~ 17:00(一)

上課日期：4/12、4/19、4/26、5/3、5/10、5/17、5/24、5/31、6/7、6/21、6/28 �11堂

運動舞蹈又�國際標準舞，近年來運動意識與功能�漸受到關注，運

動舞蹈成為所有年齡層空�時間的重要活動。國際標準舞更受到國家

的重點培訓運動項目，連續��三�全�運動會��頭�的趙敏榮&陳

秀玲老師，十��將代表台中市出�，並期許��本課程使學員在�

舞過程中，享受音樂、藝術與運動放鬆的樂趣，�手、�足�那皆迷

人！

課程目標：

1、身、心、靈放鬆。     2、增進��生活樂趣。      3、了解國際標準舞的基本要�。

本課程為常態班�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100元，全�者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需�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注意事項：�服與�子�著彈性、容易活動為主，�量不要��膠�的�子，若有舞�就�舞�。

　　　　　PS. 服裝會在課堂上�外�細補充

◆ 講師：趙敏榮&陳秀玲／專業國標舞老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55足歲以上，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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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療植栽小品05/13 14:00 ~ 15:30(四)

多親近綠色植物不�有療癒心靈的效果，也可以為身�健康帶來正面

的影響。邀請您�身一日綠手指，一同來��花�草�，創作出屬於

自己的室內��植物。簡單的植栽就能為室內空間打造出輕鬆舒�的

感覺，讓�天的心情都��了起來。

◆ 講師：Mika／舒�自然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55足歲以上，每戶限報1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20名，額滿為止)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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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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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堂

教學方法親切活潑，能夠帶動學員學習意願，有氧舞蹈課程能依學員

程度從基�分解動作教起，讓學員能��漸進充分學習，漸漸對課程

產生�趣，進而願意�之以�的運動。

◆ 講師：方淑鈴／專業舞動有氧老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舞動有氧19:00 ~ 20:00

上課日期：4/7、4/14、4/21、4/28、5/5、5/12、5/19、5/26、6/2、6/9、6/16、6/23 �12堂

本課程為常態班�有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200元。全�

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04/07-06/23 (三)

彩色素描班04/13-06/22 19:00 ~ 20:30(二)

◆ 講師：巫昱宏／專業��老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0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本季的色��班將要帶領學員進入恐�的世界，��的��、天上飛

的�手�、造型獨特的三角�都是我們本季��練習的重點歡迎學員

們一起來參加。

上課日期：4/13、4/20、4/27、5/4、5/11、5/18、5/25、6/1、6/8、6/15、6/22 �11堂

上課學生需帶的用�：

1.水彩色��36色     2.��2B3B(�多�好)    3.�皮擦及軟�皮

4.空白的繪�本(�張不用�、�量多、以8開為最剛好) 
5.相關繪�之各樣色�、彩色�

本課程為常態班�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100元，全�者

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以音樂為主導的藝術課程，�福音樂不只是教音樂，還有認識樂

理、樂�，�音樂中出發，結合�動、美術、舞蹈、�劇，Momo
老師設計了一��完�教�，為了就是給��多元的學習，�歡的

��們����不要錯過�！

◆ 講師：MOMO／愛��美學教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2足歲至12足歲，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5名，額滿為止)

幼兒藝術音樂04/10 14:00 ~ 15:3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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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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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衛
理
堂

活動地點：台中市�平區��路10號  
報名方�：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dayi.org.tw
��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輕鬆上手做出自己最愛的恐�吊飾，有��力��、����、原�

三角�，還有彩色��的恐��跟金��裝，今天就當一個小小��

學家�！

◆ 講師：小魚�Lucky／不��手創工作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侏羅紀樂園糖霜餅乾吊飾05/08 14:00 ~ 15:30(六)

泡沫洗顏慕斯06/12 14:00 ~ 15:30(六)

輕輕一壓，變成豐富又細緻的泡沫，可以吸附出毛孔深層的污垢，

更能節省產品的用量；膠軟毛刷頭能按摩臉部，讓細緻泡沫深入毛

孔油垢髒汙，有效把臉洗乾凈外又能恢復肌膚彈性。

◆ 講師：曾泳瑜／永客文創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片�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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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吸及�位法等，���取各�不同的獨特��給�頭�、��、內�、神經、��蒙

腺��度的�激並學習�放日常生活中的各�壓力及�張，課程結合皮拉提斯的動作，改����痛、

����、�十�、��神經痛等，�續的練習也可幫助我們擁有美麗的身型進而達到�身的目的！

◆ 講師：林渃椏／專業皮拉提斯老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本課程為常態班�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200元，全�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墊上皮拉提斯04/08-06/24 19:00 ~ 20:00(四)

上課日期：4/8、4/15、4/22、4/29、5/6、5/13、5/20、5/27、6/3、6/10、6/17、6/24 �12堂

療癒拉拉熊糖果罐04/10 14:00 ~ 15:30(六)

�過雙手�出屬於自己，甜蜜蜜的心情罐，裝滿幸福每一天。

◆ 講師：賴子茜／��工作���老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4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台中市基督教天行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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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手��屬於自己的小小���，可以放入�錢或小東西，帶了滿

滿的成就感！在專業的皮革老師教導下，��一�一線的樂趣，一

起度過��的午後時光。

�空的蕾絲加上��巴特��之後，用來隔熱或佈�環境，餐桌的

質感大大加分！��有創意又能��出美感！

◆ 講師：COJO鞍革手作皮革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4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 講師：簡美霞／彩�創意工作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微笑小錢包

木蕾絲隔熱墊

05/15

06/19

14:00 ~ 15:30

14:00 ~ 15:30

(六)

(六)

幸
福
三
館 

卓
越
幸
福
行
道
會

活動地點：台中市�平區�德路167號(幸福三館)

報名方�：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dayi.org.tw
��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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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期： 4/13、4/20、4/27、5/4、5/11、5/18、5/25、6/1、6/8、6/15、6/22 �11堂

舞動有氧04/13-06/22 19:00 ~ 20:00(二)

本課程為常態班�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100元，全�全數退還

保證金，�一堂課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利用晚餐�後之�做一些簡單的有氧舞蹈，來消�一�天所�積的熱量和��及工作壓力課程中會增

加�活量及排�代謝及���環，充份�解如何用對的方法，去��身型及美��態，課程最後會教

導如何用拉�來舒緩及放鬆個部位的肌�，達到好的��品質。

◆ 講師：王�音／NO1�舞藝術中心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初階日文漫畫班04/10-06/26 10:00 ~ 11:30(六)

上課日期：4/10、4/17、4/24、5/8、5/15、5/22、5/29、6/5、6/19、6/26 �10堂

老師將運用�形強�記�，協助學員以輕鬆����像的有趣方�，學習「日語�十音」、基本「單

�」還有簡單的「問�語」。只要對日文�十音和簡單��繪�有�趣的大小朋友們都可以參加喔！

◆ 講師：巫昱宏／專業日語��老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0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本課程為常態班�10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000元，全�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
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上課學生需帶的用�：

1.空白的繪�本(�張不用�、�量多、8開為最剛好)   2.��、�皮擦    3.可自備相關之各樣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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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請自備剪�及保麗�膠。

◆ 講師：李念慈／佳拉�雅工作�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 講師：COJO鞍革手作皮革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4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孩子成長過程會有一段排斥洗手的階段～我們設計了擦擦手功能的

襪娃，讓親子一起動手完成。孩子會為了擦手而努力洗手喔！

課程搭配老師生動活潑的繪本故事，培養洗手及健康的好習慣！

◆ 講師：親子創意工�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擦擦手噴火龍06/26 14:00 ~ 15:30(六)

忠孝路

建成路

國
光
路

濟
世
街

浸信會恩光堂

活動地點：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25號
報名方�：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dayi.org.tw
��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手�一��緻�亮的口金�錢包，�來放�錢或是鑰匙都很方便！

親手��屬於自己的小小���，可以放入�錢或小東西，帶了滿

滿的成就感！在專業的皮革老師教導下，��一�一線的樂趣，一

起度過��的午後時光。

口金包

微笑小錢包

04/24

05/22

14:00 ~ 15:30

14:00 ~ 15:30

(六)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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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7-06/23 09:30 ~ 11:00(三)

上課日期：4/7、4/14、4/21、4/28、5/5、5/12、5/19、5/26、6/2、6/9、6/16、6/23 �12堂

台
中
聖
教
會 

活
動
訊
息

幸福陶笛班

活動地點：台中市中區三�路二段42號
報名方�：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dayi.org.tw
��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中正路

民權路

三
民
路

自
由
路

台中聖教會

陶�的�作與演�的發�，在世界文明的進程中，有著�遠的歷���，�視為是�與火��而成的

樂�，象�著音樂��與工藝美學的結合。12孔陶��有音域寬廣與指法簡易的特性，�過基�的

音樂訓練，即可��出美�的��。因其音色清�，�積輕�，不論獨�、合�，室內、室外，皆可

�意��，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陶�的音樂��。

本課程為常態班�有12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200元。全�全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

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注意事項：�本課程需自備12孔陶�(��樂�可�樂�行或課程師資)。

　　　　　�課程中有安排20分鐘�點、活動時間(�台中聖教會主�)。

◆ 講師：���／專業陶�老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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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期：4/9、4/16、4/23、4/30、5/7、5/14、5/21、5/28、6/18、6/25 �10堂

本課程為常態班�10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000元，全�全

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過�片��、故事�導或�作賞�，運用簡單�材邊�邊�。

◆ 講師：許��／專業兒童美術師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7足歲至12足歲，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30名，額滿為止)

兒童創意美術班04/09-06/25 19:00 ~ 20:30(五)

這不是�的果�而是��Q彈�可以洗的��～使用親膚不�

激、�發植物香氣的原料，�加�用�金�更顯�華�氣！

◆ 講師：溫�華／183.3工�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草莓燭台

吐司包

胺基酸洗顏果凍皂

04/17

05/15

06/19

19:00 ~ 20:30

19:00 ~ 20:30

19:00 ~ 20:30

(六)

(六)

(六)

活動地點：台中市�子區大成�120�18號
報名方�：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dayi.org.tw
��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客西
馬尼

◆ 講師：���／�格麗特手工藝教學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台上彩繪出��明的質感，再加上鮮紅可愛的草�，點上��

後微微�出的�光，�浪�又溫�～

◆ 講師：李念慈／佳拉�雅工作�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40名，額滿為止)

��包不但外型可愛，��功能也是非常強大，出��帶也�方

便，不但容量大很夠裝，還不�空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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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台中市大�區立德�自立路10號
報名方�：網路線上報名 https://www.dayi.org.tw
��專線：04-22425885，額滿為止

想要下�又不想讓�服��油�，��好幫手非���屬了！跟著老師

將單�的��增���的��巴特，一起美美的進���！

◆ 講師：簡美霞／彩�創意工作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拼貼圍裙05/22 19:00 ~ 20:30(六)

一個提袋�過來兩杯袋就能變成一杯袋，兩杯袋中間有隔間可以放

吸管，方便又實用的飲料袋，是家人朋友出遊的最佳�擇。

◆ 講師：李念慈／佳拉�雅工作�團隊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9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百變飲料杯袋06/26 19:00 ~ 20:30(六)

舞動有氧04/16-06/25 19:30 ~ 20:30(五)

上課日期： 4/16、4/23、4/30、5/7、5/14、5/21、5/28、6/11、6/18、6/25 �10堂

配合音樂有節�的活動身�大肌�，達到心�，肌�，肌力�能的強

�並提�基�代謝�增加柔軟度，�放壓力，幫助身�更健康。

本課程為常態班�10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000元，全�全

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 講師：Yuri／專業舞動有氧教練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12名，額滿為止)

侏羅紀樂園糖霜餅乾吊飾04/24 19:00 ~ 20:30(六)

輕鬆上手做出自己最愛的恐�吊飾，有��力��、����、原�

三角�，還有彩色��的恐��跟金��裝，今天就當一個小小��

學家�！

◆ 講師：小魚�Lucky／不��手創工作室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6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1.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調帳查核案件，提示帳簿資料電子檔，可適用獎勵措施，詳細資

訊請至財政部中區國稅局(https://ntbca.gvo.tw)電子帳簿上傳專區。

2.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決清算申報，開放網路申報服務，請多加利用。

自110年4月28日起，民眾使用自然人憑證或註冊後之健保卡及密碼，即可至財政部電子

申報繳稅服務網站(https:www.tax.nat.gov.tw)下載109年度各類所得及扣除額等資料，

並可於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110年5月1日至5月31日止)，運用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

申報綜合所得稅！

凡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已辦理結算申報且符合試算條件者或首次報稅已事先申請適用試算

服務者，國稅局就會在110年4月25日前寄發109年度稅額試算通知書給您，若核對無誤，

經繳稅或確認後，就算完成報稅囉！

108年7月24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14條及第126條，薪資所得計算方式可採定額減除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109年度為新臺幣20萬元)，或採特定費用（職業專用服裝費、進修

訓練費及職業上工具支出）檢據證明文件核實減除擇優適用，自108年1月1日起施行。

為減輕中低所得家庭照顧身心失能者之租稅負擔，108年7月24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

第17條，增訂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定額扣除12萬元，自108年1月1日起符合資

格者皆適用，列報109年度在家自行照顧身心失能者之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需檢附109

年度取得之「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

自105年1月1日起取得之房屋、房屋及其座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出售時

請記得在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30日內，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申報個人房屋土

地交易所得稅。

個人選擇適用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提取之自由運用資金不得用以購買不

動產(但直接投資者經經濟部核准購置自行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不在此限)或依不動產

證券化條例所發行或交付受益證券(REITs和REATs)，經查獲違反者，將由國稅局就該違

反資金按20%稅率核定補徵。

1.

2.

3.

4.

5.

6.

如有尚未辦理稅籍登記即開始營業或營業情形已變更而尚未申請變更登記者，請儘速向

所在地稽徵機關補辦相關登記事宜，只要在未經檢舉或調查前，辦理補報補繳事宜，均

可免予處罰。

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兌獎領獎真方便。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上路，納稅者救濟更有保障。

性別平等幸福升等、尊重多元婚姻平權。

廉政反貪一起來，共創台灣好未來。

歡迎按讚加入「中區國稅局稅務e吉棒」粉絲專頁，並追蹤本局IG帳號(NTBCA)。

109年7月1日全國國稅局實施「單一窗口查詢金融遺產」服務。

我的資料，我作主，國發會「MyData」平臺（https://mydata.nat.gov.tw）試營運

上線，提供民眾自行下載財產、個人所得、欠稅及退稅紀錄等多種項目。

請多利用財政部「電子稅務文件入口網」及「稅務入口網」辦理各項線上申辦業務。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營
所
稅

綜
所
稅

貨
物
稅

其 

他

購買電器退還減徵貨物稅：自108年6月15日起至110年6月14日止，購買經經濟部核定能

源效率分級為第1級或第2級之新電冰箱、新冷暖氣機或新除濕機，每臺退還減徵貨物稅

稅額以新臺幣2千元為限，

報廢並購買新大型車減徵貨物稅：106年8月18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購買第1期至第3期大

型車，最高減徵退還40萬元貨物稅。

貨物稅及菸酒稅產製廠商歡迎至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下載申報軟體，完成網路申報。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山稽徵所稅務小叮嚀

以上宣導事項，如有疑義，可撥打國稅局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000321，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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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調帳查核案件，提示帳簿資料電子檔，可適用獎勵措施，詳細資

訊請至財政部中區國稅局(https://ntbca.gvo.tw)電子帳簿上傳專區。

2.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決清算申報，開放網路申報服務，請多加利用。

自110年4月28日起，民眾使用自然人憑證或註冊後之健保卡及密碼，即可至財政部電子

申報繳稅服務網站(https:www.tax.nat.gov.tw)下載109年度各類所得及扣除額等資料，

並可於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110年5月1日至5月31日止)，運用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

申報綜合所得稅！

凡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已辦理結算申報且符合試算條件者或首次報稅已事先申請適用試算

服務者，國稅局就會在110年4月25日前寄發109年度稅額試算通知書給您，若核對無誤，

經繳稅或確認後，就算完成報稅囉！

108年7月24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14條及第126條，薪資所得計算方式可採定額減除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109年度為新臺幣20萬元)，或採特定費用（職業專用服裝費、進修

訓練費及職業上工具支出）檢據證明文件核實減除擇優適用，自108年1月1日起施行。

為減輕中低所得家庭照顧身心失能者之租稅負擔，108年7月24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

第17條，增訂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定額扣除12萬元，自108年1月1日起符合資

格者皆適用，列報109年度在家自行照顧身心失能者之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需檢附109

年度取得之「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

自105年1月1日起取得之房屋、房屋及其座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出售時

請記得在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30日內，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申報個人房屋土

地交易所得稅。

個人選擇適用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提取之自由運用資金不得用以購買不

動產(但直接投資者經經濟部核准購置自行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不在此限)或依不動產

證券化條例所發行或交付受益證券(REITs和REATs)，經查獲違反者，將由國稅局就該違

反資金按20%稅率核定補徵。

1.

2.

3.

4.

5.

6.

如有尚未辦理稅籍登記即開始營業或營業情形已變更而尚未申請變更登記者，請儘速向

所在地稽徵機關補辦相關登記事宜，只要在未經檢舉或調查前，辦理補報補繳事宜，均

可免予處罰。

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兌獎領獎真方便。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上路，納稅者救濟更有保障。

性別平等幸福升等、尊重多元婚姻平權。

廉政反貪一起來，共創台灣好未來。

歡迎按讚加入「中區國稅局稅務e吉棒」粉絲專頁，並追蹤本局IG帳號(NTBCA)。

109年7月1日全國國稅局實施「單一窗口查詢金融遺產」服務。

我的資料，我作主，國發會「MyData」平臺（https://mydata.nat.gov.tw）試營運

上線，提供民眾自行下載財產、個人所得、欠稅及退稅紀錄等多種項目。

請多利用財政部「電子稅務文件入口網」及「稅務入口網」辦理各項線上申辦業務。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營
所
稅

綜
所
稅

貨
物
稅

其 

他

購買電器退還減徵貨物稅：自108年6月15日起至110年6月14日止，購買經經濟部核定能

源效率分級為第1級或第2級之新電冰箱、新冷暖氣機或新除濕機，每臺退還減徵貨物稅

稅額以新臺幣2千元為限，

報廢並購買新大型車減徵貨物稅：106年8月18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購買第1期至第3期大

型車，最高減徵退還40萬元貨物稅。

貨物稅及菸酒稅產製廠商歡迎至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下載申報軟體，完成網路申報。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山稽徵所稅務小叮嚀

以上宣導事項，如有疑義，可撥打國稅局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000321，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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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著重在父母親的成長，並強�每一個孩子的獨特。參與者�此��與學習，找出最�合個別孩

子的教養方�，讓親子教養這�事情，成為家庭的�樂��。

◆ 講師：Jimmy／學園傳道會資深�導師

◆ 費用：免費參加(限30名，額滿為止)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家長及18歲以下�少年與孩童，每戶限報2名   
◆ 地�：蒙福之家雙語教會(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號)    ◆ 報名專線：0911-222513 �先生

◆ 講師：SYME外�師資�      
◆ 費用：免費參加(限100名，額滿為止)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家長及18歲以下�少年與孩童，每戶限報2名   
◆ 地�：蒙福之家雙語教會(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號)

上課日期： 每�隔� �期三 4/7、4/21、5/5、5/19、6/2、6/16 �6堂

親子教養課程04/07-06/16 10:00 ~ 11:00(三)

上課日期：4/5、4/12、4/19、4/26、5/3、5/10、5/17、5/24、5/31、6/7、6/14、6/28 �12堂

以小����英文和聖經課程。

蒙福之家英語園地04/05-06/28 19:00 ~ 21:00(一)

報名請�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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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Naya Chen／美術老師       ◆ 費用：免費參加(限20名，額滿為止)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地�：大毅幸福館 2F烹飪教室(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號) 

◆ 報名專線：Linda Lou ���0923-166733／Naya Chen 陳��0982-869079

上課日期：4/9、4/16、4/23、4/30、5/14、5/21、5/28、6/4、6/11、6/18、6/25 �11堂

福音週五彩繪班04/09-06/25 09:30 ~ 11:30(五)

期待�過學習，連結人與人的情感，從愛出發讓人們都生活在愛的幸福中。

為了讓這個藝術課程能有個良好的學習環境，需要大家一起來維護，能有一

個輕鬆�快又�光友�的上課��。您的熱情參與就是我們最大的支���

歡迎再邀�朋友一起來！

本課程為常態班�11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100元，全�全

數退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注意事項：本課程無提供孩童照顧。

請自備用�：1.水彩顏料或廣告顏料 2.水彩用�（水彩�、�色�）

　　　　　　3.�� 4.��、�皮擦。

◆ 講師：Min Chiang／專業舞蹈健身教練       ◆ 費用：免費參加，需�保證金(限20名，額滿為止)

◆ 對象：大毅家族優先，18足歲以上至成人，每戶限報2名   
◆ 地�：蒙福之家雙語教會(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號)    ◆ 報名專線：0972-247478 �敏�

本課程為常態班�10堂課，�保證金制每堂課100元�1,000元，全�全數退

還保證金，�一堂課則需�100元，本季最後一堂課�辦同樂會。

報名請�QR Code

上課日期：4/13、4/20、4/27、5/4、5/11、5/18、5/25、6/1、6/8、6/15 �10堂

有氧律動與體態雕塑04/13-06/15 19:00 ~ 20:00(二)

Dance Fitness 是目前全球最新的健身方�之一，�過簡單而有效的�動編排，�定讓你滿頭大�並

帶著笑容離開。不需要任何舞蹈基�。除了前面四十分鐘的心�功能運動，本課程也�入�態��；

上一堂課同時達到兩�訓練，是現代人最�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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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推廣的是幸福家庭的理念、建造充滿愛的家，因為只有充

滿愛的家才能帶給人幸福，為此，大毅建設自96年起���典

音樂台�作一��幸福家庭講座，邀請親子、��、家庭關係領

域之專家，每期�錄15則錄音，在好家庭廣播(FM97.7)定時播

放，並�結�成專輯，��給客戶做為生日�品，及提供給需要

的��，�過分享與傳�，把上帝的愛與幸福家庭的��傳�。

07：56 日出印象�11：56 ��向日�

17：56 舞蹈馬�斯�21：56 �點音樂

�典音樂台播放時間：每�一～�

幸福家庭練習曲

主日崇拜      (日)  上午10:00-11:30

幸福衛理堂

禱告會        (三)  晚上07:30-09:00

主日聚會      (日)  上午10:30-12:00

兒童主日      (日)  上午10:30-12:00

卓越幸福行道會

雙語主日崇拜  (日)  上午09:00-10:30

中文主日崇拜  (日)  上午11:00-12:00

兒童主日學    (日)  上午09:00-10:30

雙語主日崇拜  (日)  下午16:00-17:30

蒙福教會 

教
會
�
會
�
�

每周四、五上午

北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由生活安全、運動保健、心靈成長、人際關係、社會參與加上貢獻服務等全方位課程

開啟您全面的學習引擎～學習中心以『健康樂齡』為主軸，

讓55＋的您在輕鬆的課程互動中更年輕有活力～保持最佳學習力及腦力！

請加入學習中心相關網路好友以獲得更多不同的學習資訊及每次最新的報名課程。

歡迎來電洽詢：04-22468211
上班時間：08:30∼17:30；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不上班。

臉書搜尋：臺中市北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官方Line ID：@492cqtql

迎向55+更精彩富饒的人生

其
他
活
動
專
區

　　　　　　 在大毅幸福館內！有寬廣明亮的場地、優質的設

備、飄香的咖啡、健康的運動、懷舊的課程、親切的好友、多元的

學習及成長、想要擁有最好人生的你，歡迎加入幸福樂齡據點。

活動內容：健康運動、舞蹈表演、手作課程、專題講座、

　　　　　音樂欣賞、歌唱班...等

服務項目：健康促進、電話問安、供餐服務、春季秋季旅遊、預防失能及延緩課程

◆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 
◆ 服務對象：65歲以上的長�(名額有限，額滿候補)

◆ 活動地點：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號  
◆ 連�電話：04-2246-8211或04-2298-4774(#329)簡老師

◆ ��費用：500元／�

快樂的幸福樂齡據點每週一~三 09:00 ~ 11:00

幸福樂齡據點

34



每周四、五上午

北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由生活安全、運動保健、心靈成長、人際關係、社會參與加上貢獻服務等全方位課程

開啟您全面的學習引擎～學習中心以『健康樂齡』為主軸，

讓55＋的您在輕鬆的課程互動中更年輕有活力～保持最佳學習力及腦力！

請加入學習中心相關網路好友以獲得更多不同的學習資訊及每次最新的報名課程。

歡迎來電洽詢：04-22468211
上班時間：08:30∼17:30；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不上班。

臉書搜尋：臺中市北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官方Line ID：@492cqtql

迎向55+更精彩富饒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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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大毅社區住戶們　您好：

　　誠摯地感謝各位住戶長期以來對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的支持，有大毅家

族成員的一路相隨，每次的活動都得以更加豐富精彩，大家的熱情參與，於

彼此心中留下幕幕深刻的記憶，堅定我們持續推動幸福家庭的信念。

　　一年一度的才藝競賽即將到來，今年大毅家族親子才藝競賽以「電影」

為主題，邀請大家將喜歡的電影重現在舞台上，與大朋友、小朋友分享您最

喜歡的電影！

　　動作、喜劇、歌舞、科幻、警匪...劇院裡各種類型的電影輪番上映著，

一句台詞、一個片段都可能激起心中的浪花，如同《阿甘正傳》裡的台詞：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你會得到什麼」電影像是不同風味的

巧克力，我們從中汲取了生命的養分，讓現實生活中的自己成長茁壯。您喜

歡的電影是哪一部呢？就讓我們踏入角色的世界，在廣闊無涯的想像力中盡

情馳騰。

　　2021大毅家族親子才藝競賽「大毅金萌獎」，誠摯地歡迎各社區踴躍報

名參加！

1.場地及各項設備需求以幸福館內既有之設備(電鋼琴、電子鼓、音響設備)為主，如需其他樂器或器

  材，請自行攜帶至表演現場。

2.參賽對象：大毅家族所有社區，每個社區報名以2組為限。本活動為團體競賽，表演人數須達5人。

3.表演時間：每組3-8分鐘。

3.表演社區請勿在當天更換歌曲或表演順序。

5.獎勵方式：優勝團體第一名獎金8,000元整，第二名7,000元整，第三名6,000元整，第四名5,000元

  整，第五名4,000元整，第六名3,000元整。如遇同分之社區，其名次獎金均分，例如：1.如有ABC三

  個社區同列最高分，則均分第一、二、三名獎金共計21,000元，故二、三名從缺；2.若有AB二個社

  區同列第一名，則第一、二名獎金計15,000元，由AB二個社區均分，第二名從缺，第三名6,000元獎

  金則由次高分之社區獨得或均分，以此類推。以上前六名得獎社區管理委員會另贈得獎獎牌一座。

6.為感謝管委會及社區住戶支持本活動之進行，如報名參加未得名次的團體，本公司將補助社區參賽

  團體獎金2,000元整，並另贈獎牌一座。

7.製裝費獎勵計算方式：報名表演人數10人以下(含10人)$1,500元整；報名表演人數11人以上

  $2,000元整。(提升服裝、道具豐富度後才符合製裝費申請資格，製裝費統一當天活動頒獎時領取)

8.最佳啦啦隊特別獎：社區啦啦隊成績除了納入團隊成績之外，也針對参賽社區的啦啦隊，篩選出造

  型、動作最精彩的一隊，可獲得獎金1,000元整及獎牌一座。

9.評審人員：由公司聘請相關才藝專業評審進行評選，以維持其公平性。比賽現場參賽者請尊重比賽

  評審之所有評定，恕不得有任何異議。

評分標準：◆創意點子20% ◆服裝造型&道具佈景20% ◆表演呈現20% ◆歡樂氣氛20% ◆團隊精神20%

10.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及中止活動之權利，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布於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官網。

報名方式：請以社區管理委員會名義填寫報名表後，徑向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

　　　　　報名參加。

活動地點：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一樓幸福講堂（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一號）

洽詢專線：0809-057755，傳真電話：(04)2242-9080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0年5月5日（四）截止。

活動時間：110年6月5日（六）14:00-17:30　屆時依社區報名組數多寡，

　　　　　調整活動結束之時間。

大毅金萌獎開麥拉
大毅家族親子才藝競賽
2021 6/5(六)

6/5(六)

◆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台中市基督教天行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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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大毅社區住戶們　您好：

　　誠摯地感謝各位住戶長期以來對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的支持，有大毅家

族成員的一路相隨，每次的活動都得以更加豐富精彩，大家的熱情參與，於

彼此心中留下幕幕深刻的記憶，堅定我們持續推動幸福家庭的信念。

　　一年一度的才藝競賽即將到來，今年大毅家族親子才藝競賽以「電影」

為主題，邀請大家將喜歡的電影重現在舞台上，與大朋友、小朋友分享您最

喜歡的電影！

　　動作、喜劇、歌舞、科幻、警匪...劇院裡各種類型的電影輪番上映著，

一句台詞、一個片段都可能激起心中的浪花，如同《阿甘正傳》裡的台詞：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你會得到什麼」電影像是不同風味的

巧克力，我們從中汲取了生命的養分，讓現實生活中的自己成長茁壯。您喜

歡的電影是哪一部呢？就讓我們踏入角色的世界，在廣闊無涯的想像力中盡

情馳騰。

　　2021大毅家族親子才藝競賽「大毅金萌獎」，誠摯地歡迎各社區踴躍報

名參加！

1.場地及各項設備需求以幸福館內既有之設備(電鋼琴、電子鼓、音響設備)為主，如需其他樂器或器

  材，請自行攜帶至表演現場。

2.參賽對象：大毅家族所有社區，每個社區報名以2組為限。本活動為團體競賽，表演人數須達5人。

3.表演時間：每組3-8分鐘。

3.表演社區請勿在當天更換歌曲或表演順序。

5.獎勵方式：優勝團體第一名獎金8,000元整，第二名7,000元整，第三名6,000元整，第四名5,000元

  整，第五名4,000元整，第六名3,000元整。如遇同分之社區，其名次獎金均分，例如：1.如有ABC三

  個社區同列最高分，則均分第一、二、三名獎金共計21,000元，故二、三名從缺；2.若有AB二個社

  區同列第一名，則第一、二名獎金計15,000元，由AB二個社區均分，第二名從缺，第三名6,000元獎

  金則由次高分之社區獨得或均分，以此類推。以上前六名得獎社區管理委員會另贈得獎獎牌一座。

6.為感謝管委會及社區住戶支持本活動之進行，如報名參加未得名次的團體，本公司將補助社區參賽

  團體獎金2,000元整，並另贈獎牌一座。

7.製裝費獎勵計算方式：報名表演人數10人以下(含10人)$1,500元整；報名表演人數11人以上

  $2,000元整。(提升服裝、道具豐富度後才符合製裝費申請資格，製裝費統一當天活動頒獎時領取)

8.最佳啦啦隊特別獎：社區啦啦隊成績除了納入團隊成績之外，也針對参賽社區的啦啦隊，篩選出造

  型、動作最精彩的一隊，可獲得獎金1,000元整及獎牌一座。

9.評審人員：由公司聘請相關才藝專業評審進行評選，以維持其公平性。比賽現場參賽者請尊重比賽

  評審之所有評定，恕不得有任何異議。

評分標準：◆創意點子20% ◆服裝造型&道具佈景20% ◆表演呈現20% ◆歡樂氣氛20% ◆團隊精神20%

10.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及中止活動之權利，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布於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官網。

報名方式：請以社區管理委員會名義填寫報名表後，徑向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

　　　　　報名參加。

活動地點：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一樓幸福講堂（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一號）

洽詢專線：0809-057755，傳真電話：(04)2242-9080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0年5月5日（四）截止。

活動時間：110年6月5日（六）14:00-17:30　屆時依社區報名組數多寡，

　　　　　調整活動結束之時間。

大毅金萌獎開麥拉
大毅家族親子才藝競賽
2021 6/5(六)

6/5(六)

◆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台中市基督教天行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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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與美好
【 樹幸福　卓雅凰 】

　　經歷轉變不同人生~四年前的深�，一場人為�火，讓我有想換�的念頭。

　　��的�晚，��因長期對�住戶的心生不滿、加上自己工作上不順�，累積了報復心態已久，

而我們家愛�因此�受到�及，所幸沒有造成住家附近人員��，但無�受害，�時增加生活上的困

�，家庭經�開�也�入困境，熊熊的�火，��壞的不��是我們家的愛�，也�起讓我們���

對�家環境安全的重視；於是開始規�著如何換�這大事，也��著要�麼給孩子什麼樣的生活環

境，讓他們可以安心的成長，而我們也能安定、放寬心的�住。

　　從有了換�想法起，一邊努力的賺錢，一邊尋找�合的�子，�續看1年多，卻始終沒有決定；

那日，一個�然的��下午，一樣的看�行程，卻因業務的一句話，改變了我們對�住環境的認知。

業務說你們想要離學區近，那要不要看一下我們在國小�的建�，雖然�是3年�，但�個設計理念

及環境都�合學齡兒童的需求；就這樣，我們認識了大毅建設「樹幸�」社區。

　　�一次看「大毅建設」的�子，就��深深吸�，其實�知道這地段，但就沒有�點想來認識

�，到頭來好像有�相見恨晚的感覺。�無論在公設中的開放���空間-很寬�舒�，兒童遊�室-
安全、放心的環境，戶外�水區-夏天的好��，��內的�光、空間設計等，都讓我們覺得有�

�！難道，現在建�都設計的這麼�合人心嗎？而�在他的說明下，我們意外的��到「大毅建設」

原來還有創辦基金會，對無數的家庭�創了這麼多的美好。當下，還推�我們幾項很好的課程可以參

�；雖然當時因���格�出我們的預算，但「大毅建設」的完美印象此刻已�印在我心中。

幸福互動

　　後來，我們也因�際會參加了幾場手作課程及

演講，對「大毅建設」�來�多好感，即使來來回

回又看了�年��，最終，還是決定�下大毅的建

�。入住社區已�2年多，有感「大毅建設」的�

後服務、��維修上的細心與用心、處理�壞修�

的效�等等。

　　好的建��得推�，也因為這裡讓我看到美好

的未來，加入「大毅幸�教�基金會」這個大家

庭，增�我和小朋友親子互動的樂趣！���日參

與手作課程，�過老師的指導和孩子�此�論，做

出屬於我們的作品；去年我們家也在社區�樓認養

起開心�場，每次的除草、抓�都是在�過自己的雙手教�小朋友「想要�麼��，就要�麼栽」的

理念，雖然過程很�苦，卻讓他們真正�會到「��日當午，���下�」的真實意義，這些，都不

是在課本上�完所能表達的；也因為我們看到社區住戶及「大毅幸福教�基金會」全�志工的�出，

讓我們這一家過得更加豐富美好，懷著這份感恩的心，讓我也想�時的回�，��微�小小之力，加

入了「大毅幸�教�基金會」及社區志工的行�，希望�過個人的小小力量結合志工的團結力量大，

為更多家庭創造美好，而我更以身教的方�，教�我的孩子，��的重要也會讓自己生活更加充實快

樂，學習成長，快樂成長~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理想的家，「大毅建設」�的不�是一個家，更是一個幸�美好的「理念」，而

我，也願意在能力��內，運用著我的雙手，傳達這裡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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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人是快樂的學習
【 志工 王麗娟 】

　　一開始在傳愛樂齡服務的我，因為場地的關係所以認識

了大毅幸福教�基金會，很高�自己也成為基金會志工的一

員，在服務中學習發現到，原來�出是一�很快樂和很滿足

的事情！

　　轉�間在基金會也已經服務了4年的時間，除了一�的

服務之外，基金會也安排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志工訓練，讓志

工們可以��漸近的增加對志願服務之認知與理念，�外也

能培養不同的�趣及領域，志工服務及訓練可以幫助我們找

到原先不知道的��，以及如何��地找到自己所擅長的

事。

　　近1、2年來因為新型����影響，來參加活動的住

戶及志工們皆配合��的���上口�，也在活動前協助量

�溫和消�，並��實名制登記，過程中雖然很��，但是做好防�是大家都��一起努力的，每位

住戶也都很配合。在服務中發現我們至公所�演的角色很重要，要站在�一線服務及協助學員，也讓

我自己更了解服務人及�服務上的不同及�有的態度及心態，發自內心的去待人，別人也才會真�的

待你。

幸福互動

　　大毅幸福教�基金會的課程非常的多元，所以吸�了許

多的住戶和附近��來報名，課程中不�只是單�的完成作

品而已，還和家人一起�同合作及互動的機會，課堂上大家

發�所長，完成屬於自己風格的作品，每每看到大家臉上幸

福開心的表情，就覺得內心很富足，這也是基金會所想要�

造的幸福��，而我也在這樣的氣�下找到自己生命的��

並從中充實自我。

　　�任志工讓我認識到不同領域的人，也和不同生活��

的人一起合作和服務，這�新世界的樣�，也是因為志工的

身分才��到的。因為成為了志工，所以獲得了比我們�出

還更多更廣的學習，認識了不同的自己，而最後發現��最

多的，其實正是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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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留言板

2020.10.17 幸福館－韓式拌飯

韓式拌飯容易上手，製作簡單，自己做安全又衛生，

真是實用的課程。(台中公園．施淑梅)

很不錯的韓式拌飯，回家可以試試。(其他團體．陳滿秀)

太棒了學會韓式拌飯，回去可以做給家人吃，

好好吃噢！(其他團體．蕭靜麗)

2020.10.17 客西馬尼－拼貼小麻袋

袋入幸福。(大毅奇美．王教勝)

滿版蝶古巴特，新鮮的經驗。(大毅奇美．廖婉伶)

滿版的蝶谷巴特簡單容易上手，小麻袋漂亮又實用！(其他團體．林沚渝)

2020.11.28 幸福館－草莓燭台

感謝能參加這麼有質感的DIY活動。(誠石一期．李孟書)

這裡的人都很友善，活動也很棒。(其他團體．郭益誠)

2020.11.07 幸福館－多肉植物組盆

多肉植物療癒每個人的心，滿滿的幸福感～(植幸福．張育樺)

多肉植物，真的好療癒。(大毅奇美．陳德昕)

2020.10.17 幸福二館－幸福小女孩點心盤

更能凝聚家人的心。(好幸福．姜米娜)

課程很豐富，住戶能參加太棒了！(樂河市．高宜君)

2020.11.28 恩光堂－多夾層斜背包

家在哪裡幸福就在那裡。(樂河市．許文瑄)

2020.11.21 幸福館－透明微景觀設計

迷你造景讓人生增添一點生活情趣，創造不同色彩，

真棒的課程。(台中公園．施淑梅)

有趣且很有紀念意義。(熊幸福．蘇柏樺)

2020.12.12 幸福三館－多肉植物拼貼畫

用樹葉和蝶古巴特交織而成的畫，別有一番風味。(第五季．屈岳陵)

原來植物也可以做拼貼畫，好特別！(又一城．蔡智琴)

2020.12.12 幸福館－雪人音樂盒

耳朵享受著輕音樂，動手做著聖誕音樂盒，渡過溫馨又喜樂的下午時光。(其他團體．林沚渝)

獨一無二的雪人音樂盒，開心滿滿。(大毅奇美．廖婉伶)

溫馨的聖誕又來了，叮噹、叮噹。(大毅奇美．何莉莉)

2020.10-12 幸福館－國際標準舞班

幸福滿貫。(植幸福．傅月寶)

主辦人員課程設計周到，老師專業、有水準，志工人員服務熱忱，館內明亮、

舒適、寬闊，入館後有回家的感覺，具歸屬感。(其他團體．羅肇昌)

非常感謝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讓我有機會學習更好的舞蹈。(其他團體．彭秀福)

2020.12.26 幸福館－冬季護膚保養品

很實用的手做課，謝謝大毅建設、老師和志工的付出，感恩～(大毅榮耀．蕭惠霞)

自己親手做的護手乳霜和護唇膏真是用的安心又有成就感。(台中公園．施淑梅)

2020.10-12 幸福館－生活韓文會話

生活變得生動有趣充滿療癒。(履幸福．蔣純瓊)

感謝基金會、志工、老師的用心，覺得有這樣的資源心存感恩！(其他團體．許玉欣)

2020.10.24 幸福館－小物收納夾

縫製實用的皮革製品，實在有趣又實用。(台中公園．施淑梅)

縫入幸福家庭生活，讚！(讚幸福．陳曉瑩)

縫補幸福指數破表。(大毅一遇．鄭秀麗)

2020.11.14 幸福館－精油香氛泡澡錠

滿室芳香，療癒身心靈。(大毅一遇．鄭秀麗)

實用的泡澡錠在寒冷的冬日裡是一個小確幸。(台中公園．施淑梅)

用親手做的泡澡錠，心中有滿滿的幸福感。(其他團體．趙勇任)

讓假日午後能充實自我。(其他團體．王姿宜)

2020.10-12 幸福館－兒童空手道班

空手道既可以防身又可以運動，很好的課程感謝各位教練的指導喔！(其他團體．賴奕成)

場地很棒，志工服務態度很好，教練很認真。(其他團體．鄭元皓)

一個可以讓孩子們快樂學習的地方。(好幸福．姜東育)

大毅家族非常用心每位志工與服務人員都很親切，覺得很棒！(其他團體．彭品瑜)



幸福留言板

2020.10.17 幸福館－韓式拌飯

韓式拌飯容易上手，製作簡單，自己做安全又衛生，

真是實用的課程。(台中公園．施淑梅)

很不錯的韓式拌飯，回家可以試試。(其他團體．陳滿秀)

太棒了學會韓式拌飯，回去可以做給家人吃，

好好吃噢！(其他團體．蕭靜麗)

2020.10.17 客西馬尼－拼貼小麻袋

袋入幸福。(大毅奇美．王教勝)

滿版蝶古巴特，新鮮的經驗。(大毅奇美．廖婉伶)

滿版的蝶谷巴特簡單容易上手，小麻袋漂亮又實用！(其他團體．林沚渝)

2020.11.28 幸福館－草莓燭台

感謝能參加這麼有質感的DIY活動。(誠石一期．李孟書)

這裡的人都很友善，活動也很棒。(其他團體．郭益誠)

2020.11.07 幸福館－多肉植物組盆

多肉植物療癒每個人的心，滿滿的幸福感～(植幸福．張育樺)

多肉植物，真的好療癒。(大毅奇美．陳德昕)

2020.10.17 幸福二館－幸福小女孩點心盤

更能凝聚家人的心。(好幸福．姜米娜)

課程很豐富，住戶能參加太棒了！(樂河市．高宜君)

2020.11.28 恩光堂－多夾層斜背包

家在哪裡幸福就在那裡。(樂河市．許文瑄)

2020.11.21 幸福館－透明微景觀設計

迷你造景讓人生增添一點生活情趣，創造不同色彩，

真棒的課程。(台中公園．施淑梅)

有趣且很有紀念意義。(熊幸福．蘇柏樺)

2020.12.12 幸福三館－多肉植物拼貼畫

用樹葉和蝶古巴特交織而成的畫，別有一番風味。(第五季．屈岳陵)

原來植物也可以做拼貼畫，好特別！(又一城．蔡智琴)

2020.12.12 幸福館－雪人音樂盒

耳朵享受著輕音樂，動手做著聖誕音樂盒，渡過溫馨又喜樂的下午時光。(其他團體．林沚渝)

獨一無二的雪人音樂盒，開心滿滿。(大毅奇美．廖婉伶)

溫馨的聖誕又來了，叮噹、叮噹。(大毅奇美．何莉莉)

2020.10-12 幸福館－國際標準舞班

幸福滿貫。(植幸福．傅月寶)

主辦人員課程設計周到，老師專業、有水準，志工人員服務熱忱，館內明亮、

舒適、寬闊，入館後有回家的感覺，具歸屬感。(其他團體．羅肇昌)

非常感謝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讓我有機會學習更好的舞蹈。(其他團體．彭秀福)

2020.12.26 幸福館－冬季護膚保養品

很實用的手做課，謝謝大毅建設、老師和志工的付出，感恩～(大毅榮耀．蕭惠霞)

自己親手做的護手乳霜和護唇膏真是用的安心又有成就感。(台中公園．施淑梅)

2020.10-12 幸福館－生活韓文會話

生活變得生動有趣充滿療癒。(履幸福．蔣純瓊)

感謝基金會、志工、老師的用心，覺得有這樣的資源心存感恩！(其他團體．許玉欣)

2020.10.24 幸福館－小物收納夾

縫製實用的皮革製品，實在有趣又實用。(台中公園．施淑梅)

縫入幸福家庭生活，讚！(讚幸福．陳曉瑩)

縫補幸福指數破表。(大毅一遇．鄭秀麗)

2020.11.14 幸福館－精油香氛泡澡錠

滿室芳香，療癒身心靈。(大毅一遇．鄭秀麗)

實用的泡澡錠在寒冷的冬日裡是一個小確幸。(台中公園．施淑梅)

用親手做的泡澡錠，心中有滿滿的幸福感。(其他團體．趙勇任)

讓假日午後能充實自我。(其他團體．王姿宜)

2020.10-12 幸福館－兒童空手道班

空手道既可以防身又可以運動，很好的課程感謝各位教練的指導喔！(其他團體．賴奕成)

場地很棒，志工服務態度很好，教練很認真。(其他團體．鄭元皓)

一個可以讓孩子們快樂學習的地方。(好幸福．姜東育)

大毅家族非常用心每位志工與服務人員都很親切，覺得很棒！(其他團體．彭品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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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於版面問題，無法一一將異業結盟廠商的優惠放入，您可以到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的網站下

載列印券面或手機APP出示，方可享有其優惠。優惠廠商如下：

☆酷　皮

☆糖　園

☆紅　巢

☆水　相

☆寬心園

☆樓外樓

☆新華牙醫

☆高堂中醫

☆陶然左岸

☆林子巡診所

☆21舞蹈教室

☆白俄羅斯娃娃的家

☆IUSE

☆BOSKE

☆牛比蔥

☆左岸巴黎

☆阿官火鍋

☆夏馬城市生活

☆雲鳥日料

☆歐咾咖啡

☆Pizza工廠

☆沙發后花園

☆Buka這一隻熊

☆蒙恩聽障烘焙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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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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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堂中醫

☆陶然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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